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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体蚜虫个体带毒 (BYDV)免疫 

电泳测试技术初步研究 

张秦风 赵玉侠 朱象三 

(陕西省植物保护研究所，杨陵 712100) 

提 要 

经对小麦黄矮病 (BYDV)介体蚜虫同一带毒个体，进行一苗一虫接种传毒后，用免 

疫电泳双重测试，室内^工饲 毒蚜虫接种传毒发病与免疫电泳阳性反应 完全一致， 由 接 

种传毒发病试验证明免痉电泳测试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具有可行性。这是介体蚜虫 传播 小 

麦 黄矮翁十体带毒快速检 测技术首次获得 成功。 

关麓饵：小麦黄矮病 介体 免疫电泳 

小麦黄矮病是我国北方麦区间歇流行危害的一个主要病毒病 。 由大麦黄矮病毒 

(BYDV)所引起。传毒介体蚜虫带毒率的血清学检测，是病害预测 预报研究急需攻克 

的关键性技术。Gera等1978年报道了应用ELISA检测棉蚜传播 CMV蚜传株系 的个体带 

毒㈣，我们对于大麦黄矮病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免疫电泳铡试技术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 

初步成效。 

材 料 及 方 法 

介体蚜虫来蠢豆无毒蚜繁殖 麦二岔蚜、麦长管蚜、禾谷缢 蚜和玉米 叶蚜栗直杨 陵麦田，麦 

无周蚜采 自太自高寒山区自生麦苗。其无毒蚜各由一 头韧产若 蚜转接无病 麦苗，转辗接种繁殖成 

无 毒蚜群。目闻带毒蚜虫，栗 自麦 田病株 

蠢毒蜂藏毒 接种在毒源病株新鲜病叶上，经取食饲毒48小时。 

鬟■|l景品种 采用岸黑燕麦。叶片色变症状特征·呈现鲜艳紫红色。 

簟种传毒tt 一苗一虫微罩(打孔塑料微湿宣)隔离接种，经取食传毒48小时。 

尊一■毒 用瓶口直径 2．5厘米的塑料瓶，瓶壁等距开 3个 贴尼龙纱 的气孔。瓶口 紧翱一层 

拉薄的 parafilm瑛，加病 毒汁液少许 ，于支撑絮上重松绷一层此膜，瓶 内投入无毒蚜。经取食获 

毒48小时。 

小壹羹囊■毒抗血清崩备 经 3次注射含完全福氏佐剂的纯化病毒于家兔 进行免 疫。 抗血清 

效价为I；64。 

蠢痤电球技术 采用略改进的孟广震报道方法【 l，蚜虫个体置琼脂板穴内，加微量0．I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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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H6．0n碑酿缓 冲液，彻痛搐烂， 电诛缓冲浪为0．06mol／L~pH8．S的巴比妥盐酸缓冲液 ，进行 

免疫电诛45分钟。 

结 果 

(一)抗血清专化性的测定 

在探索调试小麦黄矮病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免疫电泳测试呈现阳性反应的基础上，对 

小麦黄矮病抗血清专化特异性，首先进行了多次重复测定 (表 1)，标准毒源岸黑燕麦 

新鲜病株和冰箱 (一30℃ )贮存病株汁液，免疫电泳均呈强阳性反应，而岸黑燕麦，秦 

寰 1． 托■蒲专化竞痉●嚣■蕾 

Table 1． Te at。f ●-Ii●trⅡm ●pecj‘hy by immune ●I。口Irophort●j_ 

注；免疫电溶反应分级；一·阴性反应；+·阳性反应弱；++·阳性反应较弱封率辱j+}} 阳性反应强 

麦 6号小麦无病健株汁液和磷酸缓冲液则均呈阴性反应。证明制备的小麦黄矮病毒抗血 

清具有专化特异性。可用于小麦黄矮病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免疫电泳测试。 

(二)美国 PAY抗血清 免疫电泳测试 

为 了检验自制抗血清进行免疫电泳测试介体蚜虫个体带毒的结果，引用美国大麦黄 

矮病毒禾谷缢蚜麦长管蚜株系(PAV)抗血清，对室内人工取食获毒和麦用带毒的麦二岔 

蚜和禾谷缢蚜有趣成蚜带毒个体，进行免疫电泳测试结果 (表 2)，与自制抗血清进行 

寰 2． ■■PAY托■清竞盛 ‘赤奠蕾 

Table 2． PAY --Ii3m 珥 *peolelty br ~mmune ●leclt。phor●_i● 

免疫电泳测试结果一致，唯对室内无毒麦二岔蚜有趣成蚜取食获毒 个体阳性反应 更明 

显。 

(三)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免疫电搏曩l试技术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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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麦黄矮病毒抗血清专化特异性测定的基础上，为了证明免疫电泳测试技术测定 

介体蚜虫个体带毒的可行性，对同一带毒个体，进行了接种传毒后进行免疫电泳的双重 

测试。测试结果 (表 3)同一带毒蚜虫个体，接种传毒发病与免疫电泳反应完全相符。 

人工取食获毒麦二岔蚜，禾谷缢蚜无翅成蚜，有翅成蚜和岸黑燕麦毒源，接种传毒均完 

全发病，免疫电泳均呈阳性反应，而无毒麦二岔蚜、禾谷缢蚜无翅成蚜、有翅成蚜接种 

裹 5． 介体蚜虫同一十体带●接种传●霸兔嚷电靠取t一蕾 

Table 3． Duplex t eit 。f immune el●日Ir。，hO r●si● and inoeulation 

tranlml s slon bT Ⅲ 10f aphids fram the 日 me Ⅲ tor earryin$ individual 

处 理 
无超成蚜 有翅成蚜 

免 疫电泳 接种恃毒 免疫电涑 接种传毒 

注：免疫电泳阳性反应或接种侍毒发 崭的传毒蚜虫或毒源个体(份)数 ／测试蚜虫或毒源十体(份)数 ； ±一 -I- 

隐约呈现阳性反应蓟阳性反应弱。以下相同 

传毒则均不发病，免疫电泳则为均为阴性反应。由接种传毒试验证明免疫电泳测试技术 

测试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可靠。 

(四)不同种类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免疫电泳测试 

在验证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免疫电泳测试的具有可行性的条件下，对小麦黄矮病不同 

种类介体蚜虫，室内无毒无翅成蚜取食获毒和麦田无翅蚜带毒个体进行了重复测试 (表 

4以及图 1、图 2)，在对照无毒无翅蚜呈阴性反应，而且岸黑燕麦毒源呈强阳性反应 

毫 ●． 军再种类介体膏虫个体带●兔嚷毫置|曩试 

Table ‘． Immune electt ph⋯ 日i日 of Tecto~"carryln~ aphld8 of diffe reat spe~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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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决条件下，不同种类蚜虫，无论是宣内无毒无翅成蚜人工取食获毒，还是麦田无翅 

成蚜带毒个体均呈阳性反应。除玉米叶蚜外，禾谷缢蚜，麦无网蚜、麦二岔蚜和麦长管 

雷 1． 蚜虫个体带毒免接电泳反应 

Fig 1． Reaction 。f imm~ue e|eetropboresi。 

of vecto~-carrying i~di*idual aphid~ 

图 2． 免疫电诛对照 

左l～{为无毒蚜个体}5～B为岸黑燕麦 

毒源；7为岸黑燕麦无毒赢健徕 

Fig 2． 1mmaae e1ectrophorc5i8 

1～ 4 left； aphid B fl'ee from vector 

5～ B lefti co●̈ hilek o~t “ ㈣ et r I．ejctree 

7 left| healthy Pl‘Ⅱt ftee from vi ruJ 

of c6●5t b]ack 04t 

无翅成蚜带毒率均极显著，并且室内无毒蚜人工取食获毒的高于麦田带毒的 麦田病株 

上的禾谷缢蚜、麦二岔蚜和麦长管蚜无翅成蚜带毒率均相当高。说明应用免疫电泳测试 

技术捡测麦田介体蚜虫带毒率具有可行性。 

(五)不同虫态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免疫电泳测试 

对人工取食获毒的、不同虫态介体蚜虫个体带毒进行免疫电泳测试(表5)，麦二 

豪 5． ：F属虫毒舟体蚜虫々体带l彝试 

T le 6 1mⅢⅡ卫 elect roph~resis of ~'ectoT ca rrying aphids Qf differ。 t ⋯g 

岔蚜和禾谷缢蚜无论若蚜还是无翅成蚜扣有翅成蚜均呈阳性反应，带毒率均迭l0O％， 

而且禾谷缢蚜的阳性反应强于麦二岔蚜· 

(六)介体蚜虫饲毒纯化病毒个体带毒免疫电泳测试 

囊 6． 舟体■鱼辅●囊化一lt体带●竞蠹毫津蔫蕾 
Tahle 6． 1ⅢⅢune eleer Joph。 。 i。 。f ⋯ t● rI，i g 。Phid f d 

with purify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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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结果 (表 6)，麦二岔蚜、禾谷缢蚜和麦长管蚜有趣成蚜，经薄膜饲毒纯他 

病毒带毒个体，免疫电泳阳性反应均明显加强，说明介体蚜虫个体含毒 量不同，可以 

影响其免疫电泳反应，这是麦田病株上部分蚜虫个体带毒渊试为阴性反应的主要原因之 

讨 论 及 结 论 

小麦黄矮病介体蚜虫同一个体带毒免疫电泳测试阳性反应与接种传毒发病完全一 

致，由接种传毒发病证明免疫电泳测试其介体蚜虫个体带毒具有可行性。不同虫态带毒 

个体免疫电泳测试结果，与其接种传毒测定结果一致 。介体蚜虫饲毒纯化病毒个体带 

毒 免疫电泳阳性反应明显加强 

免疫电泳测试技术其所以能够测试出小麦黄矮病介体蚜虫个体带毒，是与我国小麦 

黄矮病介体蚜虫个体带毒置不同有密切关系。乃是由我国小麦黄矮病的特殊生态系所决 

定的“ ，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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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chnique of Immune Electrophoresi s of BYDV 

Carrying Vector Aphids 

Zhang Qin feng Zhao Yu—‘xi8 Chu Xisng·‘san 

(Shaa~xi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y口州 li州 ，8haanxi 718100) 

Virus t ransmission was conducted through inoculation of aphids from the 

same virus carrying individuals with BYDV which was one insect per seeding． 

The result showed thst the duplex immune eleetrophoresis showed positive reae— 

tion coinciding with tbe disease incidence induced by aphids fed with virus 

artificially at the laboratory
．
Through the experiment of inoculation and 

transmission， it was manifested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test the virus carrying 

potential of the vector aphids through immune electrophoresis method
．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in the field． 

K ey w ordsI W heat yellow dwarf virus(BYDV ) Vector 

ImmuⅡoelectr。phore8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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